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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县上榜防贫效率“百高县”名单
“四河三山两道川，九山半水半分

田”，这句话描述的就是河南省栾川县，一

个典型的山区县。

2020年12月24日，县域内没有一寸

铁路的栾川县传出一个好消息：一套高铁模

拟操作实训系统和一套普速模拟操作系统

很快就要在这里落户。往日在栾川县域内

登不上火车的栾川人和游客，即将开辟在

县内“无照驾驶”动车和普速火车的历史！

谁干的？周胜展。

周胜展是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郑州局派驻栾川县扶贫工作队总

队长、栾川县挂职副县长。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被习惯

地称为“国铁”。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铁对铁、硬碰硬，“国铁”在栾川打赢

了一场全胜仗。他们把铁路人那种奋勇

争先、不断超越的火车头精神带到了脱贫

攻坚工作中，就像一往无前的火车头，驶

出了振奋人心的力量。

没有铁路的地方有了“铁路小
镇”“山间小站”“铁路人家”和“铁
姑娘”，响起了汽笛声

2010年，特大山洪侵袭栾川，直接导

致4.3万群众返贫，全县贫困人口增至8.9

万人，栾川再度被列入秦巴山区扶贫开发

重点县。

“国铁”全国帮扶四个县，栾川是其中

之一。

如何帮？帮什么？如何筛选适合当

地的好项目？事关帮扶效果，至关重要。

通过调研，“国铁”确定了发展乡村旅

游的大方向，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项

目筛选办法，即“一套机制”“两个原则”，

突出“六个优先”。

“一套机制”明确了扶贫项目如何申

报、如何管理以及资金如何使用，确保了

定点帮扶规范化、制度化，杜绝了选亲厚

友和资金跑冒滴漏。“两个原则”就是确保

项目筛选要精准、要可持续；“六个优先”

就是在项目筛选时，产业项目优先、有配

套资金的项目优先、在建需要提升的项目

优先、能形成固定资产的项目优先、没有

覆盖的乡镇的项目优先、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的项目优先。

经过层层筛选的铁路小镇项目是栾

川旅游资源优势和“国铁”老本行优势相

加的结果，如今更是成了“国铁”栾川扶贫

的标志性项目。

新南村是重渡沟生态旅游建设示范

区管委会下辖的6个贫困村之一，张志钦

是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他说：“新南村不

靠主干公路、不靠景区、不靠城市社区，想

发展乡村旅游，一时找不到方向。这时，

‘国铁’来了，周副县长来了。”

周胜展作为“国铁”郑州局派驻栾川

县挂职副县长，2017年12月来到栾川。

“周副县长来重渡沟管委会调研走

访，思想一碰撞，新南村乡村旅游思路有

了：发展‘铁路小镇’！”张志钦说。

2018年10月8日，经过层层审批，一

台退役的电力机车车头和两节绿皮车厢

运抵新南村，永久停靠在河岸上的“山间

小站”，变成了咖啡厅和休憩茶室。随之，

“国铁”投入资金，20户当地村民的“铁路

人家”农家宾馆开始升级改造。

火车、铁路，青山、绿水，农家饭、农家

宾馆。大山有了时代色彩，山村鲜活、热闹

起来。2018年年底，新南村实现了整村脱

贫。目前，村里的农家宾馆开到了89家。

新南村党支部书记王朝说，铁路小镇

已经成为栾川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和

旅游新地标，投入运营以来，吸引游客10

万余人，村集体年增收13万元，带动贫困

群众户均增收2万元。

2020年8月，王坪村的村民也迎来了

很多老辈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火车。列车

调试当天，小山村响起了嘹亮的汽笛声。

看着红艳艳的火车头，期盼已久的村民给

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铁姑娘。

把火车长途跋涉地运过来不容易，重

新组装起来也是一场硬仗。洛阳车务段的

李治杰和洛阳机务段的阎焕杰负责铁路小

镇的机车安装、维护、改造和环境布局。半

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带领自己找来的工友、

同事日夜不停，挥汗如雨。铁路人安装好

的火车不仅仅是一道风景，如果放在正规

铁路线上，正常行驶一点没问题。

洛阳供电段车间副主任李会周担任王

坪村驻村第一书记，负责全村农家宾馆和

民宿改造建设。他说，从刷涂料到做防水，

我现在也成了行家里手、合格的包工头！

2019年6月25日，李会周白天忙了一

天，晚上又去一户还没走电的民宿察看，一不

小心摔倒在地。他没敢声张，直到忙完才去

医务室。一看，裤子摔烂了，裤腿上都是血。

如今的王坪村，铁路主题公园内，车

厢宾馆新颖舒适，会议室、茶室、读书室一

应俱全，走进村落，铁路元素步步为景，风

景如画。

据统计，铁路小镇项目直接带动新南

村、王坪村52户贫困群众发展农家宾馆，

间接带动300余名贫困劳动力参与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

近年来，“国铁”累计改造的集体民

宿、农家宾馆分别达到了23个和252个，

覆盖栾川县15个乡镇63个村，带动300

余户贫困户参与乡村旅游业。

铁杆帮扶、铁定项目，伴随铁
流滚滚，栾川塑造出了铁一样硬通
的品牌：“栾川印象”

2020年10月15日，是第七个全国扶

贫日，“国铁”郑州局集团公司机关大院，

人头攒动，“栾川印象”优质农产品第二次

来到这里，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参展农副

产品就被抢购一空。

2020年11月12日，栾川县首批价值

4.3万元的菌小宝猴头菇等“栾川印象”优

质农产品成功入驻高铁销售，实现郑州局

集团公司辖属182列高铁列车全覆盖。

这两个场景是“国铁”聚焦栾川产业

扶贫的一个缩影。

“栾川印象”是2017年11月，栾川为

培育农业扶贫产业、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破除农产品销售瓶颈而创建的一个优质

农产品区域品牌，汇聚了13家加工企业，

涵盖高山杂粮、食用菌、特色林果、中药

材、果酒饮料、非遗传统类六大系列107

种优质农产品。

如何助力“栾川印象”走出大山？经

过调研和专业团队的策划，周胜展把一份

《聚焦产业扶贫，让“栾川印象”走向全国》

的方案送到了郑州局集团公司和“国铁”

领导的案头。

（下转第二版）

火车头的力量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帮扶栾

川县，帮出了突出成效，扶出了“栾川模

式”，熔铸出新时代的“火车头精神”，收到

了百姓认可、上级满意、公司发展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一页的多重效果。突出表现

在推动栾川县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提升：

一是管理机制的提升。国铁集团公

司按照铁路运行严格标准和严密程序的

要求，确定了扶持乡村旅游发展坚持“一

套机制”“两个原则”，突出“六个优先”的

项目筛选办法，把小农经济纳入了现代管

理轨道，把村级粗放管理规范为定性定量

管理，把习惯于“等靠要”的不作为转变为

积极上项目争资金盼扶持的主动作为。

二是经营理念的提升。火车头移进

深山，火车厢与农家宾馆结缘，菌小宝猴头

菇登上了高铁，火车头带给山沟沟远方的

信息和现代气息，旅游业带给山民们新经

营理念和现代意识，山民的思想观念一下

子跃升到了现代，赚钱的眼光从田间转向

了旅游群体，山民的思绪从此与远方牵系。

三是干事精神的提升。国铁集团公

司几年扶持，硬件设施的支撑效应很快显

现，难得的是精神因素的影响化作更持久

更强大的力量。铁路人认真细致、一丝不

苟，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奋勇争先、不断超

越，探索出的“五个一”经验等，有效地提升

了山区人民脱贫攻坚增收致富的积极性，

有效地激发出栾川人干事创业的热情，并

逐步转化成为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王东亮 黄红立 赵博

走进镇平县老庄镇凉水泉村，水泥

路平坦干净，文化墙粉饰一新，多功能

广场设施齐全，太阳能路灯整齐明亮。

“晚上需要加班不要忘了叫上我

噢。现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挣到工资，

照顾家庭和务工两不误。”近日，瑞贝卡

发制品车间、人工扫帚制品扶贫车间里，

在此务工的凉水泉村村民忙碌不停。

短短几年时间，凉水泉村这个远

近闻名的易地搬迁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村里群众高兴地说：“这多亏

我们村的好支书刘建光呀。”

1977年出生的刘建光，1999年入

伍服兵役，其间被评为“优秀士兵”“学

习成才标兵”“十佳老战士”，2001年退

伍后，从一名基层工作人员干起，先后

担任五个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现任凉水泉村党支部书记。

促脱贫，支部建设是关键

2020年3月，上任伊始，参过军立过

功又在多个社区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刘

建光，把抓党建促脱贫作为首要任务抓

实抓好。

工作中，刘建光深刻地意识到，作

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党支部有没有战斗

力，村干部在群众心里有没有威信，关

键在于支部一班人能否搞好团结。

在党的建设方面，他以凉水泉村

脱贫攻坚联合党总支为依托，发挥黏

合剂的黏性，把省派第一书记、市工作

队、责任组组长和村“两委”成员有机

地融在一起，实现“1+1”大于2，使党

支部战斗堡垒迸发出新活力。同时注

重党员日常管理，注重后备力量发展，

不断为党组织增添新鲜血液。注重把

符合条件的年轻致富能手发展成为党

员。

（下转第二版）

农村党组织书记群英谱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侯子罡 刘理政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爱
国 王俊鹏）1月5日，在叶县夏李乡岳

楼村村级集体经济生猪养殖综合体项

目建设工地，20多名工人正忙着垒砌圈

舍、焊接钢架……预计今年4月完工投

入使用，年出栏商品猪将达9600头。

“这是我们岳楼村生猪代养综合体

项目，投资700万元，建成以后，与正大合

作，年村集体经济收益可达100万元。”夏

李乡岳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党说。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生猪养殖综合

体是叶县县委、县政府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探索建立的十余种村级集体经

济模式中的一种。它是鼓励村级集体

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成立村级集体性质

合作社或公司，以村级集体经济为投资

主体，在政府统筹、财政支持、银行贷

款、担保公司担保、保险公司投保、村级

集体自筹及融资建设、农户参与下，与

正大、裕嘉、新希望等全国大型生猪养

殖龙头企业开展生猪代养合作项目，按

照“地上种粮—粮变饲料—饲料养殖—

养殖产粪—粪肥还田—土壤改良—品

质原粮”的循环种养模式，建设年存栏

4800头、出栏9600头的标准化养殖区

和有机肥粪污环保处理区，串起一条资

源变废为宝、向高质量发展要效益的黄

金链，实现养殖产业升级及种养循环发

展，彻底解决畜牧养殖业发展带来的污

染问题，又确保集体经济每年收益100

余万元。

截至去年年底，该县生猪存栏

52.68万头，当年出栏80.73万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王亚
运）1月2日，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

价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院、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等单位联合

主办“第十届管理决策效率评价研讨会

暨《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2020）》

（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推出2020

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优秀榜单,固始县

上榜防贫效率“百高县”名单。

《报告》在继承以往研究思路与方

法基础上，基于地方政府在履行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等职能现状，重点揭示脱贫攻坚与地

方政府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论

证决胜脱贫攻坚与提升政府效率面临

的问题及治理对策，完善相应指标体

系，测度与分析2020年我国省级政府

效率、地级市政府效率、县级政府效率

及国定脱贫县政府预防返贫效率，发

布2020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优秀榜

单，包括中国地方政府效率“十高省”

“百高市”“百高县”，以及中国防贫效

率“百高县”。

固始县 2019 年 5 月实现脱贫摘

帽。摘帽后的固始县按照“四个不摘”

要求，继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去年8月

又高质量通过国家普查验收。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章华阳
符浩）“能在交房的时候拿到不动产权证

书，我挺赞成这种方式。”2020年12月27

日，淮滨县购得房产的洪女士成了“交房

即交证”新模式的受益者。

据了解，淮滨县将会有首批小区业主

在拿到新房钥匙的同时，还领到了不动产

权证书，这标志着该县正式进入“交房即

交证”的新时代。

“交房即交证”，是淮滨县房地产开发

项目的一个标杆，也是一项民生工程，

“交房即交证”是该县认真贯彻落实推进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一个缩影，目的是

为企业排忧解难，让老百姓住得放心、住

得安心。

“交房即交证”政策除了便利房产交

易、缩短工作周期、解决后顾之忧外，其

对市场也是具有战略指导意义，将在引

导购房消费、防范购买风险、规范开发秩

序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推行“交房即

交证”的做法，破解了长期以来“交房难

交证”的突出问题，体现了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决心和实效。在这次革

新中，该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从系统、流程、

服务等多方面发力，建立“交房即交证”

不动产登记全新模式，从源头上消除了

过去交房与交证不同步带来的弊端，保

障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真正让群众住

得踏实、睡得安稳。

“兵支书”脱贫攻坚立新功
——记镇平县老庄镇凉水泉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光

叶县生猪养殖综合体环保又增收

淮滨县开启“交房即交证”新模式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为

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党的地方组织选

举工作的基本遵循。《条例》的修订和实

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规范党

的地方组织选举，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

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让“火车头精神”永驻
□王民选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6日，国务

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以视频形式召

开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先进

集体表彰大会，对994名全国优秀农民

工和100个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进行

表彰。我省60名农民工获得“全国优秀

农民工”称号，4家单位荣获“全国农民

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截至去年年底，我省有农民工3086

万人，其中省内就业1850万人，省外输

出1236万人，做好农民工工作意义重

大、任务艰巨。参加河南分会场表彰大

会的优秀农民工代表和优秀农民工工作

先进集体代表纷纷表示，要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带动其他农民工共同富裕。

河南60人获评“全国优秀农民工”

1月6日，尉氏县

朱曲镇瑞科阀门公司

的工人在加班加点赶

制生产订单。新年伊

始，该县各企业开足

马力，加班加点，紧张

有序地赶制订单，争

取夺得新年开门

红。 李新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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